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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5701  教育类 

专业代码   570101K 
专业名称   早期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教育行业的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婴幼儿发展引导、婴幼儿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

和创新意识，具备婴幼儿卫生与保健、婴幼儿游戏与亲子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婴幼儿家

庭教养指导与咨询服务等能力，具有教师职业道德和信息素养，面向早期教育领域，能

够从事婴幼儿照护服务、早期教育及咨询指导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从事婴幼儿教养工作的职业道德，关爱、尊重婴幼儿，热爱婴幼儿保教的工作； 
2. 具有对婴幼儿卫生保健、科学喂养与安全照护能力；  
3. 具有引导婴幼儿认知、动作、言语、社会性全面发展的能力；  
4. 具有婴幼儿游戏与亲子活动设计指导与实施的能力；  
5. 具有婴幼儿家庭教养科学指导与咨询服务的能力；  
6. 具有对有特殊需要婴幼儿的科学保育与教育能力；  
7. 具有对婴幼儿行为进行观察、分析并科学评价其发展水平的能力；  
8. 具有将现代教育技术与早期教育活动整合运用的能力；  
9. 能够关注早期教育与婴幼儿照护发展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技术；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婴幼儿卫生与保健、婴幼儿心理发

展、早期教育概论、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早教教师艺术技能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婴幼儿营养与喂养、婴幼儿活动设计与指导、婴幼儿亲子活动设计



387 

与指导、婴幼儿游戏指导、婴幼儿行为观察与发展评价、婴幼儿教养环境创设与利用、

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与咨询。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婴幼儿卫生与保健、婴幼

儿发展与指导、婴幼儿游戏与亲子活动设计指导、婴幼儿发展水平观察与评价、婴幼儿

家庭教育与咨询指导等实训。在早期教育相关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学前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专业代码   570102K 
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幼儿教育教师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幼儿

发展、幼儿保育和教育等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具备较强

的保教能力及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

力，具有教育情怀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掌握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及规律，掌握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知识，具有幼儿一日生

活组织与保育的能力；  
2. 掌握幼儿游戏活动组织与实施的知识与方法，具有支持与引导幼儿游戏活动的能力； 
3. 掌握幼儿园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教育的学科特点与知识，具备

各领域教育活动的计划、实施与评价能力；  
4. 掌握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知识与方法，具备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利用的能力；  
5. 掌握观察、谈话和记录等了解幼儿的方法，具备与幼儿、家长有效沟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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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评价幼儿的能力，具备班级管理和家园共育等综合育人能力及融合教育能力；  
6. 具有反思和改进保教工作的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  
8. 具有良好的数字技能和适应教育智能化发展需求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学前教育概论、教师口

语、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幼儿园教师艺术技能、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幼儿游戏与指导、幼儿园课程概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利用、学前儿童行为观察、幼儿园班级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教育基本技能、学前

儿童保育、幼儿游戏与指导、五大领域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学前儿

童行为观察与分析等实训。在幼儿园等单位进行保育和教育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幼儿照护、母婴护理、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社会心理服务、

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学前教育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学前教育  
 
 

专业代码   570103K 
专业名称   小学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具备较强

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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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一门学科（语文或数学）课程教学、兼教其他两门学

科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对小学课程进行教学设计、实施以及评价的能力；  
2. 能够策划、组织小学生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少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等，具有小

学班级管理能力；  
3. 具有运用网络、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实践进行自我反思，探索持续改进策略的能力； 
4. 具有自我认知、自我调节情绪及进行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活指导与成长引

导的能力；  
5.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课程管理服务，具有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技术、

方法等问题的能力；  
6. 能够及时掌握小学教育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并在小学教育实践中进行应

用与推广；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有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儿童心理学、小学教育评价、现代汉语、写作、小学数学基础理论、

概率统计、小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小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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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70104K 
专业名称   小学语文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语文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

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普通话标准流利，汉字书写规范美观的能力；  
2. 具有较强的朗读、阅读分析和文学审美鉴赏、写作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合作的能力；  
4. 具有独立设计、实施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  
5. 具有较强的班级管理能力和班队活动组织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反思和教育教学

研究的能力；  
6. 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的能力，具有与小学教育教学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

现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有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汉语基础、写作基础、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解读

理论与作品分析、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小学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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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中文国际教育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专业代码   570105K 
专业名称   小学数学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数学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

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数学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运用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数学作图、导入、讲解、提问、

演示、板书等进行教学的能力；  
2. 具有策划与组织小学生班队活动、指导综合实践活动的能力，具有小学班级管

理的能力；  
3. 具有依据不同阶段小学生身心发展和品行养成的特点与规律，运用恰当的教育

方法，促进小学生理解数学知识的能力；  
4. 具有从整体结构上理解和把握小学数学知识体系的能力；  
5. 具有教育教学计划制订、小学数学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育评价的能力； 
6. 具有教学反思与持续改进工作的能力，具有小学数学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有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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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空间解析几何、线性代数、微积分、概率统计基础、小学数学研究、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分析、小学数学教学技能。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小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代码   570106K    
专业名称   小学英语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英语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英语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英语课程设

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培根铸魂精

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英语教育教学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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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 掌握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应用能力，

尤其是英语听说能力；  
3. 具有小学英语教学设计、实施、评价、反思能力，能进行教学研究；  
4.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小学生的认知规律，掌握保护和

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5. 掌握小学德育的目标、原理与方法，具有班级建设与管理的能力；  
6. 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化技能，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能

力，基本掌握小学教育领域数字化技能；  
7. 具备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视听

说、书法、普通话。  
专业核心课程：英语语音、英语朗读与演讲、英语教学口语、小学英语教学法、英

语绘本教学、教育心理理论与应用、教育学理论与应用、班级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英语听、说、读、写、译各类语言应用综合训练，以及模拟职场环境等实训。在小学等

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应用英语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英语、小学教育  
 
 

专业代码   570107K 
专业名称   小学科学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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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辅导员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科学领域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

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

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科学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对小学科学课程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及评价的能力；  
2. 具有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小学科学教学资源，规范使用、管理和维护科学

实验器材的能力；  
3. 具有策划、组织小学生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少先队活动和社团等活动的能力，

具有小学班级管理的能力；  
4. 具有运用网络、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实践进行自我反思，探索持续改进策略的

能力；  
5. 具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课程管理服务，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有关技术、

方法等问题的能力；  
6. 具有对小学科学教育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进行应用及推广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

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儿童卫生学。  
专业核心课程：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科学教学设计与实施、基础物

理学及实验、基础生物学及实验、地球与宇宙科学基础及实验、基础化学及实验、科技

作品设计与制作、科技活动设计与实施。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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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科学教育、小学教育、教育学  
 
 

专业代码   570108K  
专业名称   音乐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音乐艺术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

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

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声乐演唱、舞蹈创编、器乐（钢琴、中外乐器）演奏、合唱指挥等技术

技能，具有单项教学、表演示范、自弹自唱、艺术鉴赏综合能力或舞台表演实践的能力； 
2. 具有对小学音乐进行学科教学设计、实施及评价，对本专业新技术、新模式、

新方法进行应用及推广的能力；  
3. 具有策划、组织小学生班级主题音乐教育活动、少先队活动、文艺竞赛和社团

活动的能力；  
4. 具有运用网络、现代教育技术对小学音乐教学实践进行自我反思，探索持续改

进策略的能力；  
5. 具有自我认知、自我情绪调节及进行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活指导与成长引

导的能力；  
6. 具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课程管理服务，解决学生学习音乐过程中的技术、



 

396 

方法等问题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

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乐理与视唱练耳。  
专业核心课程：声乐、钢琴、民族器乐、音乐简史与鉴赏、歌曲钢琴伴奏与弹唱、

合唱与指挥、小学音乐教学研究与活动设计、儿童戏剧表演与创编。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学、小学教育、音乐表演  
 

 
专业代码   570109K 
专业名称   美术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美术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美术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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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美术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掌握美术史的基础知识、美术学科的基础知识、小学美术课程标准和教学知识

等专业基础知识；  
2. 掌握“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等知识与技

能，具有将以上知识与技能运用于美术教育教学的能力；  
3. 掌握小学美术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等知识与技能，具

有小学美术教学基本技能，具有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  
4. 具有美术内部学习领域，以及美术与其他学科、社会领域之间综合的知识与能

力，具有校园文化设计的能力；  
5. 具有组织与建设小学班级、策划与组织少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的能力；  
6.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具有将以上知识运用于教育教学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

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绘画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美术简史及鉴赏、设计基础、民间美术、数字艺术、中国画、综合

材料艺术、小学美术教学法、小学美术课程教学研究。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美术、工艺美术、公共艺术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美术学、艺术教育、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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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70110K 
专业名称   体育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体育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体育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

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体育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实施教育教学，合理选择教育策略

和路径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体育专业技能和审美能力，具有组织开展小学运动竞赛和体育活动

的能力；  
3. 具有运用网络、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实践进行自我反思，探索持续改进策略的

能力；  
4. 具有对体育教学实践进行自我反思，发现存在问题、分析内在原因、探索改进

策略的能力；  
5. 具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课程管理服务，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技术、方

法等问题的能力；  
6. 具有对小学体育教育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进行应用及推广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

技术应用、教师口语、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学校体育学、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小学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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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代码   570111K 
专业名称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

基础理论、道德、法治相关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

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精

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教学和德育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导入、讲解等课堂教学基本技能和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等小

学教育教学的能力；  
2. 具有策划与组织小学生班队活动，指导综合实践活动，进行小学班级管理的能力； 
3. 具有依据小学生身心发展和品行养成的特点与规律，运用小学道德教育、法治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法，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能力；  
4. 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青少年法治教育

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方法，开展教学和德育工作管理的能力；  
5. 能够结合课程标准与教学设计要求，合理制订教育教学计划，具有进行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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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施及考核评价的能力；  
6. 掌握教学科研的基本方法，具有教学反思与持续改进工作的能力，具有小学道

德与法治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伦理学概论、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小学教育与活

动指导、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与教学设计。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  
 
 

专业代码   570112K    
专业名称   舞蹈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舞蹈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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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教学基础理论、舞蹈艺术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

意识，较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

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舞蹈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

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建设与管理小学班级、策划与实施少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能力；  
2. 具有舞蹈艺术概论、中国舞蹈发展简史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够传承

舞蹈文化，具有艺术审美、艺术鉴赏的能力；  
3. 掌握舞蹈基本功和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知识方法，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和舞蹈表

演能力；  
4. 具有儿童舞蹈编创能力，能策划、组织、实施小学生艺术活动、班级主题教育

活动、少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  
5. 具有小学舞蹈教育领域的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学评价、教学反思和教学创

新能力；  
6.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7.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舞蹈艺术概论、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儿童舞

蹈教学设计与实践、儿童舞蹈与编创、舞蹈表演与排练、乐理与视唱练耳、儿童歌曲弹唱。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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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舞蹈教育、艺术教育、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  
 
 

专业代码   570113K 
专业名称   艺术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艺术领域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

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

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艺术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音乐、美术、儿童舞蹈及儿童戏剧等艺术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

和审美能力；  
2. 具有小学艺术学科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教学持续改

进的能力；  
3. 具有了解儿童、引导儿童健康成长的能力；  
4. 具有建设与管理小学班级、策划与实施少先队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能力；  
5. 具有小学艺术教学资源及美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本能力，具有参与校园文化

建设的能力；  
6.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7.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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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口语、音乐基础、美术基础、舞蹈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艺术概论、中外艺术简史与作品鉴赏、小学艺术教学、小学美育、

歌曲弹唱、中国民间美术、儿童舞蹈、儿童戏剧。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社区等单

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与编导、美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艺术教育、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  
 
 

专业代码   570114K 
专业名称   特殊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教育行业的特殊教育教师、特殊儿童早期康复教师、融合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

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特殊儿童教育教学、特殊儿童早期康复、融合教育等工作的

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特殊儿童教育教学、融合教育等技术技能，具有创设和利用教育环境、设

计和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实施个别化教育、融合教育的能力；  
2. 具有特殊儿童早期康复等技术技能，具有特殊儿童早期康复教育评估和训练的能力； 
3. 具有管理特殊教育班级、组织班级活动和生活指导、进行家长工作指导的能力； 
4. 具有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及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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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应用和传授特殊人群特殊的信息传递方式的能力；  
6.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化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

业信息技术能力；  
7.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

技能、特殊教育班级管理（特殊教育管理学）、基础手语、基础盲文。  
专业核心课程：特殊教育概论、特殊儿童康复概论、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特殊

教育诊断与评估、特殊教育教法、特殊儿童个别化教育、融合教育理论与实务、特殊儿

童康复技能。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特殊教育学校、特殊儿童早期康

复机构、社区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教育康复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专业代码   570115K 
专业名称   现代教育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者、在线学习服务师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信息技术领域学科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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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

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和在线学习服务指导等工作的

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教学资源设计与

开发能力、多元评价能力；  
2. 具有常见教育技术设备的使用、管理和维护的能力；  
3. 具有对在线学习者进行学情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学习规划和学习建议的能力；  
4. 具有将前沿技术知识与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要求进行融合的能力；  
5. 具有为在线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指导支持和课程管理服务，并解决在线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的技术、内容、方法等问题的能力；  
6. 具有运用分析和评价工具对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和学习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程序设计基础、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动画制作、数字音视频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教材教法、小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网络基础与信息安全、在线教育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训练、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教育培训机构、在线

教育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线学习服务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教育技术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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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70116K 
专业名称   心理健康教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基础理论、心理学知识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较强的课

程设计与实施、班级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教育技术应用、终身学习等能力，具有工匠精

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小学、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等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计、实施及评价的能力；  
2. 具有策划组织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具有能够利用多种渠道面向儿童、

家长、教师等传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的能力；  
3. 具有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个别心理辅导、设计与实施团体心理辅导的能力； 
4. 具有评估儿童不同心理问题、开展儿童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的能力，并能

按问题严重程度开展相应工作；  
5. 具有开展儿童心理健康测评工作的能力，具备建立和管理心理档案的能力；  
6. 具有必备的信息技术，掌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数字化教学技能，具有适应心理

健康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能力；  
7. 具有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小学教育领域的专业

信息技术能力；  
8. 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班级管理、教师职业道德、数字化教育

技术应用、教师口语、书写技能、儿童心理发展与成长。  
专业核心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实务、个别心理

辅导理论与技术、团体心理辅导理论与技术、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心理危机预防与干

预、心理测量与评估、心理工作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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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教师基本技能、学科专业

基本技能、模拟教学、教育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训。在小学、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社

区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